
2017 年北京市体育舞蹈技术等级考核出场顺序
2017-12-10

顺序 时间 舞种 单 位 级别 名 单

1 9:00 拉丁

刘诗昆钢琴技术中心

北京市虎威天下文化传媒有

限责任公司

一级

赵旌伊 杨梓莹 杨思樟 王 荧

王慧如 田馨睿 马思语 罗 漫

刘依依 李欣宜 侯宇桐 鲍 禧

单思琦 张葭凝 周若熙 孙 越

2 9:05 拉丁
北京市月亮船教育科技有限

公司
一级

张若琳 尚子涵 郭芫菲 王雅桐

刘昕彤 张雅媛 见雨萌 杜紫桦

常津京 韩姊彤 常馨予 杨丰实

唐铭悦 索梦瑶 边宇婷

3 9:10 拉丁

北京辉煌舞蹈培训中心

北京奕卓文化艺术咨询有限

公司

一级

张觉心 李文心 谢端凝 赵 韩

张潇予 刘一帆 肖雅琪 周婉一

袁悦竹 李恩雅 李凡敏 刘涵洋

董瀚元 董瀚文 商惠婷 吴芊桦

4 9:15 拉丁 美育艺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一级

韦 玮 刘郁朗 张雅晴 田可欣

宋雨珊 张诗宸 李思祺 江可欣

郑 艾 殷一桐 兰婷煦 孙宏羽萱

刘雨涵 袁奥怡 鲜羽凡 张耘菡

5 9:20 拉丁

美育艺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北京华夏浩瑞艺术培训中心

艾比国际艺术

北京市芮子墨舞蹈

绿光森林艺术培训

一级

贾欣宇 林青妍 林青晗 王佳妮

刘家莹 王 紫 高安祺 李朱安瑞

孙浩天 姚轲轩 张子沐溪 谢伊诺

王议晨 袁佳怡 谢承宜 付佳筠

6 9:25 拉丁 美育艺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二级

田可欣 宋雨珊 张诗宸 李思祺

江可欣 郑 艾 殷一桐 兰婷煦

刘雨涵 袁奥怡 鲜羽凡 张耘菡

贾欣宇 林青妍 林青晗 孙宏羽萱

7 9:30 拉丁
北京奕卓文化艺术咨询有限

公司
二级

赵 韩 张潇予 肖雅琪 周婉一

袁悦竹 李恩雅 李凡敏 刘涵洋

商惠婷 吴芊桦

8 9:35 拉丁

北京市芮子墨舞蹈

艾比国际艺术

精诚实验小学国际部

三级
邓斯丹 麦静雅 王暄岚 闫 雨

孟祥芸 李昕烨 高子毓

9 9:40 拉丁
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

北京绽朵教育科技有限公司
一级

林希蔓 李雨宸 孙恺蔚 张琳怡

张懿滋 董美鑫 王梓涵 赵文瑄

付一乔 李佳静 梁馨月 朱子奥

卢品灼 张亦鹭 周嘉璐 高墨凡

10 9:45 拉丁 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 二级

李雨宸 孙恺蔚 张琳怡 张亦鹭

张懿滋 董美鑫 王梓涵 赵文瑄

付一乔 李佳静 梁馨月 朱子奥

卢品灼

11 9:50
拉丁

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

刘诗昆钢琴技术中心
三级

刘芯妤 孙亦墨 鲁程超 尹童心

刘怡慧 白芷毓 王思妍 李楚涵

李沐时 孙艺宁 徐子涵 任雅宁



赵雨萱 杨 硕 张雪菲 朱家谊

12 9:57
拉丁

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

北京市艺童世界文化发展有

限公司

三级

王奕柠瑄 马涵钰 孙熙荷 仇艺霏

倪樱兮 田恩琪 靳雅晴 彭睿熙

田一琳 王浩天 郭道航 于梦宇

13 10:04
拉丁

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 四级

尹童心 刘怡慧 白芷毓 王思妍

李楚涵 李沐时 孙艺宁 徐子涵

任雅宁 赵雨萱 王奕柠瑄 马涵钰

孙熙荷 仇艺霏

14 10:11 拉丁 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 五级

张湘楠 马可粤 王博涵 董怡彤

王诗雅 龚琪刘嘉 单钰涵 李佳妍

于千惠 王晓祎冉 赵梓豫 王一帆

张镱函 张楒淼 崔博思 郑杰霜琪

15 10:19 拉丁
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

刘诗昆钢琴技术中心
五级

张馨元 程子函 赵钰淇 于馨惠

关皓天 郑阳仪潼 冯悦语轩 关晶文

刘昕玮 贾一泽 詹敏婧

16 10:27 拉丁 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 六级 张馨元 程子函 吴昕儒 王思蘅

17 10:35 拉丁 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 七级

李星缈 杨烁钰 郭伊淼 范格思彤

李熙贤 单智嘉 吴俞莹 杜怡凝

张嘉怡 王心盼

18 10:43 标准 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 一级

张亦鹭 鲁程超 董怡彤 王诗雅

龚琪刘嘉 张馨元 程子函 李星缈

杨烁钰 郭伊淼 郑杰霜琪

19 10:48 标准
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

星空·艺术空间
三级

赵钰淇 于馨惠 郑阳仪潼

关皓天 冯悦语轩 宋悠然

20 10:55 标准 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 五级

范格思彤 李熙贤 单智嘉 吴俞莹

杜怡凝 张嘉怡 王心盼 刘馨月

张钰涵 王彦之


